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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73             证券简称：上海梅林           公告编号： 2022-020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度预计日常经营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22年度预计日常经营关联交易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公司的日常经营关联交易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非关联方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及公司控股子

公司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海梅林”、“公司”、“本

公司”）于 2022年 3月 28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

海梅林关于 2022 年度预计日常经营关联交易的议案》。审议时关联董事吴坚、

汪丽丽、沈步田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刘长奎、田仁灿、郭林、洪亮、方霞表示

同意；表决结果：赞成 5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刘长奎、田仁灿、郭林、洪亮对上述关联交易议案的事前审核

认为：日常经营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有利于公司聚焦肉及肉制品

核心主业的战略规划，有利于公司提高资产利用效率，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同时关联董事应该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 

董事会上独立董事基于自身的独立判断，就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日

常经营关联交易为公司和公司控股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中必要的、合理的行为；

关联交易定价参照市场价格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也

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而且有利于公司和公司控股子公司相关主营业务的

发展。董事会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符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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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关法律法规、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议案经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审计委员会对上述关联交易议案的审核意见：该日常经营关联交易是在平等、

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的情形，也不影响

公司的独立性，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二）2021年日常经营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9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并于 2021 年

5 月 21 日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梅林 2021 年度预

计日常经营关联交易的议案》（详见公司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上海梅林 2021 年度预计日常经营关联交易公告》,编号：

2021-015 和《上海梅林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编号：2021-029）。

2021 年度公司与同一关联人同类交易的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达到 300

万元人民币以上，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5%以上，原因

详见下表说明。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2021 年预

计数 

2021 年实

际数 

本次预计金额与实

际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向关联

人购买

原材料

和接受

劳务 

上海牛奶（集团）有限

公司及下属公司 
 6,000  1,485  

相关业务调整，减

少采购量 

光明食品集团上海农场

有限公司及下属公司 
 4,000  4,781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及下属公司 
 6,000  2,728  

相关业务调整，减

少采购量 

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他下属公司 
 40,000  48,603  

 业务规模提升，增

加采购量  

小计  56,000   57,597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

商品和

提供服

务 

光明食品集团上海农场

有限公司及下属公司 
 4,000   1,262  

相关业务调整，减

少销售量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及下属公司 
 7,000   5,048  

相关产业重组，减

少销售量 

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他下属公司 
 7,000   8,941  

相关业务调整，增

加销售量 

小计  18,000   15,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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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租

赁业务 

光明食品集团上海农场

有限公司及下属公司 
 9,000   5,994  

产业重组后关联租

赁减少 

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他下属公司 
 2,000   1,950   

小计  11,000   7,944   

合计  85,000   80,791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2022 年度，公司根据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及其与光明食品集团的隶属

对本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进行预计。2022 年度，本公司预计与光明食品集

团及其下属子公司全年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约 164,000万元。其中：向关联公司购

买原材料和接受劳务约 136,000 万元；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商品和提供劳务约

19,000万元；与关联方关联租赁业务约 9,000 万元。 

2022 年度预计与同一关联人进行同类交易本次预计金额与前次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达到 300 万元人民币以上，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5%以上，原因详见下表说明。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2022 年预

计数 

2021 年实

际数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

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

人购买

原材料

和接受

劳务 

上海牛奶（集团）有限

公司及下属公司 
 2,000  1,485   

光明食品集团上海农场

有限公司及下属公司 
 6,000  4,781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及下属公司 
 3,000  2,728   

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他下属公司 
 125,000  48,603  

由于公司部分产业进

行重组，子公司上海

食品进出口有限公司

将成为公司关联方，

相关采购量预计增加 

小计  136,000   57,597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

商品和

光明食品集团上海农场

有限公司及下属公司 
 2,000   1,262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及下属公司 
 5,000   5,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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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服

务 
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他下属公司 
12,000   8,941  

由于公司部分产业进

行重组，子公司上海

食品进出口有限公司

将成为公司关联方，

相关销售量预计增加 

小计  19,000   15,251   

关联租

赁业务 

光明食品集团上海农场

有限公司及下属公司 
 7,000   5,994   

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他下属公司 
 2,000   1,950   

小计  9,000   7,944   

合计 164,000   80,791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明食品集团”）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上海市华山路 263弄 7号 

法定代表人：是明芳 

注册资本：人民币 49.66亿元 

成立日期：1995 年 5月 26日 

业务范围：食品销售管理（非实物方式），国有资产的经营与管理，实业投

资，农、林、牧、渔、水力及其服务业，国内商业批发零售（除专项规定），从

事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产权经济、会展会务服务。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光明食品集团合并报表总资产为

2,961.15亿元，净资产为 1,044.81亿元；2020 年度实现合并营业收入 1,557.48

亿元，净利润 26.57 亿元。（数据经审计） 

光明食品集团直接持有并通过下属子公司上海益民食品一厂（集团）有限公

司间接持有上海梅林合计 37.79%的股份，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因此，光明食

品集团及其下属公司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2、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明乳业”）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公司住所：上海市吴中路 57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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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黄黎明 

注册资本：人民币 13.79亿元 

成立日期：1996 年 10月 7日 

业务范围：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含冷冻冷藏、不含熟食卤味），散装食

品（直接入口食品，不含熟食卤味），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以下限分

支机构经营生产巴氏杀菌乳（含益生菌）、酸乳（含益生菌）、乳制品【液体乳】

（调制乳、灭菌乳）、饮料（果汁及蔬菜汁类、蛋白饮料类）、其他饮料类、食

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等制品；从事相关产业的技术、人员培训和牧业技术服务，

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光明乳业总资产为 203.1 亿元，

净资产为 62.79 亿元；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52.23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08亿元。（数据经审计） 

光明食品集团直接持有上市公司光明乳业 54.63%股权，光明乳业为光明食

品集团的控股子公司。因此，光明乳业及其下属公司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3、上海牛奶（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牛奶集团”）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上海市枫林路 251号 

法定代表人：王献军 

注册资本：人民币 8亿元 

成立日期：1997 年 6月 2日 

业务范围：生产、加工橡胶制品、畜牧机械、乳品食品加工机械、塑料及纸

质包装容器，饲料销售，从事牛奶、奶牛领域内的科研和咨询服务，食品销售管

理（非实物方式），实业投资，资产管理，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附设分支

机构。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牛奶集团总资产为 49.76 亿元，

净资产为 15.11 亿元；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17 亿元，净利润-1.28 亿元。

（数据经审计） 

光明食品集团直接持有牛奶集团 100%股权，牛奶集团为光明食品集团的全

资子公司。因此，牛奶集团及其下属公司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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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光明食品集团上海农场有限公司（以上简称“上海农场”）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上海市静安区共和新路 3088 弄 3号 1103室 

法定代表人：何为志 

注册资本：人民币 2.21亿元 

成立日期：2009 年 8月 28日 

业务范围：农产品种植，农机具及配件，有机肥生产，企业管理，投资咨询，

种畜禽生产经营：大约克、杜洛克、长白种猪，饲料生产（限分支机构）及销售，

生猪养殖（限分支机构），食用农产品销售，食品销售，家禽养殖、销售，水产

品养殖、销售（以上限分支机构经营）。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上海农场总资产为 32.52 亿元，

净资产为 20.08 亿元；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5.65 亿元，净利润 1.46 亿元。

（数据经审计） 

光明食品集团直接持有上海农场 100%股权，上海农场为光明食品集团的全

资子公司。因此，上海农场及其下属公司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上述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为采购/出售商品、提供/接受劳务、租赁房产

物业等，是根据公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对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

预计。根据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关联交易定价原则为：有国家定价

的，适合国家定价；没有国家定价的，按市场价格确定；没有市场价格的，按照

实际成本加合理利润原则由双方协商定价。 

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具备持续经营和服务的履约能力，与公司及公司控股

子公司以前年度的关联交易中资信情况良好，对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支付的款

项不会形成坏账。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经营关联交易能充分利用双方的资

源和优势为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市场经营服务，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合理配

置，获取更好效益。日常经营关联交易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的情形，也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及公司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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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子公司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特此公告。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3月 30日 


